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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在测绘行业获得了更广泛的运用,无人机测绘技术是新时代下新科技
的重要产物之一,无人机测绘系统具备了简单、灵活、快捷、精确、成本低、使用范围广泛等优点。也
因如此无人机测绘的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测绘方式。无人机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等工作中给工作者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并且有效的保证了工作者的安全。文章将以数字化测绘技术(无人机测绘技术)跟传
统测绘技术的对比分析入手,进而谈论无人机测绘技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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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AV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UAV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ducts of new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 The UAV surveying and mapping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icity, flexibility, speed,
accuracy, low cost, and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Because of this, the method of dro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method. UAV mapping technology
brings great convenience to workers in engineering survey and so on, and effectively ensures the safety of
workers. This paper will start wi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UAV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then discuss the
advantages of UAV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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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正处于科学技术改变生活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
成为了各行业发展的原动力。无人机测绘技术也因此得到了快
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因为其高精度高效率等特点,无人机测绘技
术正在一步一步的取代传统测绘技术。

水准仪、全站仪、GPS和各种电子专用仪器。极大地推动了测绘
工作向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测绘技术在工程建设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如
计算机技术和GPS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测绘技术逐渐

1 无人机与无人机测绘技术

取代了传统的测绘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目前,测绘技术的发

无人机,中文全称“无人驾驶飞机”,简称“UAV”,其控制

展方向主要是以方便快捷的数字化测绘方式为主。

方式与遥控汽车类似,使用无线电控制装置和自备的程序控制。
无人机测绘技术是将无人机技术应用于测绘领域而产生的,

2.1传统测绘技术
传统的测绘方式的使用工具有钢尺、比例尺、经纬仪等。传

其集RTK定位模板、安全稳定适合无人机工作的飞行平台、遥感

统测绘方式在测绘行业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其缺点也是显

通讯、图像处理等技术综合而成。无人机测绘技术是一种新型

而易见的。传统的测绘方式受人为影响的因素较大,由于使用这

的现代化高科技,在工程测量中很好的保证了测量的精度和测

种测绘方式会出现较大的误差,测出的结果往往不尽相同。当测

量效率。

量的建筑物较为复杂时,测量时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2 数字化测绘技术跟传统测绘技术的对比分析

2.2数字化测绘技术

测绘仪器是测量的基础,随着测绘科学的发展,测绘仪器已

数字化测绘技术主要包括数据库技术、G1S技术、GPS技术

经从早期测绳、罗盘仪和游标经纬仪发展到电子经纬仪、数字

等。而使用这些技术的主要工具是无人机、卫星等。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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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技术相比较下,使用这些技术进行测绘时更偏向于自动化、

3.3数据安全精细可靠

智能化,可以为测绘工作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并且近几年上述技

在估计无人机测量数据的精度时,需要考虑的第一个要素

术飞速发展,使用这项技术在测绘时精度也可以得到保证。例如

是地面采样距离(GSD)-在将原始照片处理成映射输出之前,测

中国北斗系统,电子地图等。

量原始照片中可见的最小物体。一般目前市面上的要求,无人机

2.3小结

测绘的精度要求一般都是1.5-5公分,使用高质量的无人机设

传统不是守旧和不思进取,而是高新科技的基石。且随着时

备、仔细的飞行规划、商业级GPS地面控制点和商用级处理软件

代和科技的发展。现代使用的高新测绘技术必将被更高新的生

创建的无人机地图可以满足这个需求,甚至更为精细化随着我

产技术所替代。换言之,现在的高新科技也必将成为将来更高新

国测绘领域的快速发展,对于测量测绘的要求也大有提高,然而

科技的传统。在测绘高新科学技术还不完善的今天。它们的关

无人机测绘技术运用先进的系统,采用了信息网络、数字化智能

系更多地体现在测绘具体工作中优势互补。

化等技术,可以快速对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并且数据安全度高、

3 无人机在测绘行业的优势

准确可靠。

上文提到了数字化测绘技术与传统测绘技术相比下的优势,

3.4性价比高、操作方便

但是我们如何简单的去使用数字化测绘技术?而无人机是数字

测绘工作是一项具有复杂性的工作,传统的测绘方式下资

化测绘技术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现阶段的无人机基本都

金的投入,大量设备的买入与操作,给企业带来经济压力的同时

具备航拍功能,并且可以很好的运用GPS定位功能,其在测绘后

也给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风险。当使用无人机测绘时,

使用所匹配的后期数据处理软件可以很方便的得到三维图形,

测绘人员的安全性可以得到极大的保证,并且国产无人机,如大

为测绘行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疆无人机,售价普遍都不高而且维修起来也十分方便,与传统的

传统的航空摄影测量,不仅工作量大,而且会增加像控联测

测绘方式相比成本节约效果明显。

的野外测量工作量,大量的人工刺点会造成较大的人为误差。随

无人机航拍适合低空飞行。飞行批准程序简单易行。受天

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测绘市场日趋成熟,目前无

气因素影响较小。不需要在机场起降。对登陆和登陆地点要求

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国家基础测绘、数字城市建设、国土资源调

不高。适用于城镇和村庄的测绘。能快速到达测量区域;相对于

查、地质环境调查、灾害应急处理等多个领域。无人机通过携

传统测绘方式,无人机测绘利用无人机本身的特点,将测量简化,

带正射相机、倾斜相机、光电吊舱、激光雷达等设备,可以快速

只需设定飞行路线,即可对测区目标物进行全方位扫描,并将数

获取地形表面三维模型和图像,进行高精度的空中勘察和巡检

据实时传输至云盘,利用电脑端数据处理程序,将目标物相关数

任务,降低了空中勘察作业成本,提高了空中勘察效率,为空中

据汇总并整理给操作人。

勘察航测单位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在无人机中有专

3.5良好的联动性、周期性

门为测绘设计的测绘无人机,简称RTK无人机。其在测绘时有着

当测绘工作者完成测绘工作后,对所测数据的处理也是重

很大的优势：

要工作之一,在传统的测绘方式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人工

3.1测绘时受场地、运输和范围限制小

完成,由此很难将第一手消息上传给相关部门,但是使用无人机

在传统的测绘方式中,主要依靠测绘人员亲历亲为,所以测

后,可以传输实时数据,工作人员无法亲自到达的地方,无人机

量的范围限制就会很大,而且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就会导致测

也可以轻易地完成任务。

绘人员有着极大的工作压力。测绘时使用无人机不仅降低了工

无人机技术可以与GIS或遥感技术进行集成处理,测绘时可

作人员的危险程度,保障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而且无人机体

以快速的进行搭载,测绘精确测量运用也可以很方便快捷迅速

型较小,起降时受地理影响也就较小,绝大多数情况可以做到随

地开展配用,给测绘工作周期性带来了保障。

时可以起飞。无人机在空中飞行时,可以更好地利用空中通行,

4 使用无人机测绘的大体流程及注意事项

保证了测绘时的工作范围,提高工作效率。

4.1流程

固定翼测绘无人机翼展一般不会超过3米,并可以方便地拆

4.1.1准备工作。天气情况是对无人机的飞行有着一定影响

卸。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只需要将拆卸后的无人机设备放到普

的,起飞前应当了解该天气、云层高度、风速等是否适合飞行。

通的小货车中,就可以把操作人员和所有设备同时运送到目的

到达测绘地点后选好起降点,安装好起降和测量设备。

地。到现场后,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无人机的组装和调试。

4.1.2无人机的起飞。当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导入地

3.2高效性

图,计划好飞行路线,检测飞机是否能在手动模式下,确保安全

在测绘工作中,工作人员需要亲自到达测绘地点进行地毯

的情况下就可以正式起飞了。

式测量,如果工作场地在山区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地方,就会给

4.1.3无人机的监测。在无人机飞行的过程中要实时监测其

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危害,所以往往导致工作效率不够高。而使

飞行状态,如行高航速,飞行轨迹,GPS信号和电量等等。根据空

用无人机时其影像分辨率高达5厘米,甚至于高于国内外的卫星

中号状态及时进行手动,为保证无人机的稳定性可以调节无人

影像,并且在搭载网络的同时可以很好的传输数据。

机的位置和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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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无人机的降落。无人机如果已经在按规划的线路上行

补飞：在使用无人机进行测绘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某个区

驶完毕,后可以在规定的安全的位置降落。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

域出现异常情况,导致获取数据的缺失情况,对于出现这种情况

例如原定的降落点不适合降落,应该另行选择安全的地点保证

的区域应该进行再次飞行来保证整体数据的完整,这个情况叫

无人机降落的安全性。

补飞。所设置的补飞航线应该在异常区域两侧延长一些来保证

4.2注意事项

两次获取的数据能更好的接边。

4.2.1无人机飞行场地的选择。当我们找到了一块场地想要

数据异常：飞行中可能有很少的卫星讯号会在瞬间失锁,

进行无人机飞行之前首先要了解此场地是不是禁飞区。如果所

又或是因为较不良的飞行条件,如较大的风速或上升气流,卫星

选场地不是禁飞区,那也是不一定可以正常起飞的,因为还要考

讯号不良,而造成飞机姿态的较快变化。针对由于这些情况所产

虑是否有明星演唱会、高铁站、核电站等特殊禁飞场地,如果所

生的POS数据异常,正常航路航线数据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在正式

选场地附近有高楼群,这种建筑情况会影响无人的GPS信号,导

航班或整个飞机流程中POS数据精度的正确性来判断,但对于将

致信号较差,这种情况下要谨慎飞行,亦勿在人群上空飞行,保

会取代无效数据的新航线或飞机,则应作出决定。在这一项目期

证安全第一。

间,每个飞行都需要有效的数据。

4.2.2遥控装置注意事项。如果想要无人机不失控,遥控器
的天线指向不能错。

5 总结
本文对比分析了数字化测绘技术与传统测绘技术的区别。

无人机的遥控装置与路由器的发射方式是一样的,是环绕

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测绘技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

天线发射。如果将路由器放在客厅,手机进入房间后所接收的信

的需求。在数字化测绘技术的背景下衍生出的无人机测绘技术

号会大大减少,无人机的遥控装置也是一样的,如果想要无人机

是现代测绘技术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且无人机在测绘行业的使

在飞行时不失控,我们要注意的是是否有信号遮挡问题,而不是

用将日益广泛,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其在测绘领域的优势也

天线的指向问题。

将进一步的显现,并会推进测绘行业的发展。

4.2.3拍摄时间选择。在飞行前检查天气情况是很重要的,
不应选择光照充足的日子进行拍摄。阴天飞行时,光照柔和均匀,
更有利于摄影。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滤镜来模拟这种效果,
以减少地面反光和眩光引起的合成效果差。在弱光下,您可以手
动设置相机参数,增加光圈数值或iso,或降低快门速度。在执行
任务期间,应调整相机参数,以适应更长的时间跨度我们也建议
尽量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飞行。这样,照片中的阴影就比
较少了,有利于后期的处理。你也应该避免在光照条件下建图作
业,如日落或日落黄昏时刻。
4.2.4飞行特殊情况四大处理原则。穿越航线：
当在使用无人机测绘的时候设置好航线之后,相关的平行
航线之间要有一两条垂直的航线,由此来确保所设置的每条航
线的精确度。
小十字：为了准确更正每一次飞行所载数据,将在每一次飞
行的正式航向数据收集完成之前或之后进行检校场飞行或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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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十字飞行。这个飞行方式简称小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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